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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光 一个园 一大产业

广告

■ 新华社记者 康淼 齐中熙 吴雨 杨玉华

刘扬涛

以保促稳，稳中求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

济界委员时强调，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至关重要。“六保”是我们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的重要保证。

连日来，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围绕“六稳”

“六保”谈认识、明方向、析路径———兜住民生

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积聚未来发展势能，

就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六保”
是“六稳”的着力点

继湖北荆门工厂阶段性停产之后，受全

球疫情影响，我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厂商福耀

集团海外多家工厂又相继减产或停产，直到

最近才陆续恢复。

“疫情期间，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稳经济、

减企业负担的措施，帮助福耀逐渐渡过难关，

生产正在企稳。”福耀集团副董事长曹晖委员

说。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下降 6.8%。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陷入低

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

萎缩 3%。

遇非常之变，施非常之策。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引导各方面集中

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并强调加大“六稳”

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保基层运转。

增长动力转换、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

经济衰退……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

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多重冲击下，民营

企业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前所未有。促进‘六

稳’‘六保’，非常及时、精准、有力。”武汉高德

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委员说。

守住“六保”底线，将为“六稳”赢得空

间。

“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

将使我们更加专注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厦门市市长庄稼汉代表说。

“‘六稳’‘六保’是特殊时期的关键举

措。”广东省湛江市市长姜建军代表说，湛江

现有各类市场主体 30.42 万户，稳企业就是

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就是稳经济基本盘。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

究室主任黄守宏指出，今年的各项政策都在

围绕“六稳”特别是“六保”展开，“六保”是针

对新情况提出的积极的、进取的而不是消极

的目标任务。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代表

说，作为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六保”既

着眼稳定社会大局，又着力促进经济发展，将

为未来发展夯实基础。

落实民生硬任务
掌握发展主动权

“六稳”“六保”，事关全局。兜住民生底

线，关键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住市场主体才能

保障就业，这三‘保’息息相关。”云南省发改

委主任杨洪波代表说。

政府工作报告中，39 次提到就业。“疫情

对餐饮行业冲击很大。”在西安饮食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胡春霞告诉记者，

“我把报告中的保就业举措逐一做了记号，相

信在政策助力下，更多人员能再就业敢创

业。”

当前我国有 1 亿多市场主体，数量庞大

的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疫情期间，针对务工人员出不去和本地

企业招工难的双重矛盾，江苏省徐州市开展

多层次用工对接，先后发放稳岗补贴约 1.2
亿元，为 1300 多家企业招聘到岗 1 万多人。

“保住中小微企业，底气就足、大局就稳。”徐

州市委书记周铁根代表说。

形势逼人，政策重在落实。根据安排，新

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各“1 万亿元”，

将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创新直达实

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推动企业便利获得

贷款。

“两个‘直达’，给我们吃下‘定心丸’。”西

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董事长何金碧代表说。

受疫情影响，基层财政收入减少。山东省

财政厅厅长刘兴云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上

的财政安排，对于一些财政困难县是“雪中送

炭”，解决了基层“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面对疫情这道“加试题”，脱贫攻坚兑现

承诺难度加大。

作为来自“三区三州”的全国人大代表，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文辉感到重

任在肩。“我们将坚决落实‘六保’，聚焦短板

弱项，啃下最后的‘硬骨头’。”李文辉说。

变局之下，粮食安全、石油等能源安全、

产业链安全显得尤其重要。

“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我们

必须保证粮食自给，稳住农业这个‘基本

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所长赵立欣代表说，越是面对风险

挑战，越要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

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口粮”。“我们加快复

工复产，目前日产煤炭 1 万多吨，用实际行动

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杜儿

坪煤矿掘进一队副队长董林代表说。

努力在逆势中
应变取胜

面对严峻挑战，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走出

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

子。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注重用体制机制创

新破解“六保”难题———

“疫情是对经济的一次压力测试，也带来

改革的窗口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王

一鸣说，落实“六保”任务，要将实施宏观政策

措施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拉动市场、稳

定增长。

“我们已经储备多种技术和商业应用模

式，只等着改革落地分享红利，提高电力交易

市场化程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阳

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代表将报

告上的“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了着重标注。

坚持汇聚新动能，抢抓新机遇，为“六稳”

开拓局面———

“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打造

数字经济新优势”……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新”招，引发合肥荣事达集团董事长潘保春

代表共鸣。

参加两会前，他刚要求人事部门扩招

300 名研发人员。“向智能家居企业进军，只

有靠增强创新能力。动能转换之间，我们更能

体会‘六稳’‘六保’的重要性。”潘保春说。

稳中求进需要“新”的动力。联想集团董

事长杨元庆代表认为，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

征的信息消费，促进消费升级，也促进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将为未来中国经济提供不竭动

力。

保持奋斗姿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

克难———

城市超脑正式上线、建设氢能产业研究

院、探索深化产学研合作……两会前夕，安徽

铜陵市市长胡启生代表马不停蹄访高校寻合

作。

“今年还剩 200 多天，要和时间赛跑，落

实好‘六稳’‘六保’，推动铜陵市产业转型、民

生改善。”他说。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发扬奋斗精神。”

福建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代表说：“我们要在

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朝好的方向努力，

争取最好的结果。”

■ 艾川

2020 年 5 月 21 日，是联合国确定的首

个“国际茶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茶

日”系列活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习主席指

出，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联合国设立

“国际茶日”，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

认可与重视，对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很有

意义。四川、浙江、福建、云南等全国多地为迎

接国际茶日开展了系列庆祝活动。

茶和世界，共品共享。为充分带动疫情后

的社会经济发展，四川省商务厅做了“万企联

动促消费系列活动”的工作部署，借庆祝联合

国首个“国际茶日”的活动契机，中国西部地

区今年最大规模茶界盛会“2020 首届成都购

茶节”日前在成都隆重启幕。作为去年国内茶

界黑马的头条黑金藏茶，经组委会严格选拔，

最终凭其高山有机茶原料及“红浓陈醇”特色

成为了本届购茶节独家指定接待用茶。

在四川茶业界庆祝首个“国际茶日”活动

主会场，巴基斯坦总领事馆代总领事马赫穆

德、大韩民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领事朴夏林等多

国领事及经贸代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

王云、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会长覃中显、四川

省供货商商会会长杨晓林、四川省茶艺术研究

会会长何修武、天下茶友网 CEO杨健、茶界大

师徐公等茶界名流，数十名著名朗诵艺术家及

省市有关行业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

“蒙山顶茶，怎及昔名? 扬子江水，岂可

再饮？”成都市朗诵艺术家协会主席、国家一

级演员贾建立在活动现场用慷慨激昂之声朗

诵的《茗香赋》，引起了现场茶界人士的共鸣。

这首古赋文的作者正是购茶节独家接待用茶

“头条茶”的创始人杨司南。在去年第七届四

川农业博览会国际论坛的主题演讲上，杨司

南就提及了他对川茶“大而不强、叫得响的品

牌不多”窘境的清晰认识，以及对茶发源地的

中国痛失世界前五大茶企座椅的惋惜。他创

作《茗香赋》，以此表达对川茶失去历史辉煌

的痛心疾首，以及矢志于打造“头条茶”品牌

参与重振川茶及中国茶的决心。

本届购茶节有数百家国内名优茶及茶器

企业参展，还特别举办了中华茶诗词朗诵大

会、龙门茶艺长嘴壶表演、花重锦官城·成都

主题茶艺表演、无我茶会等多个精彩纷呈的

茶事活动。记者在购茶节现场看到，在严密的

消毒安全措施下，戴着口罩的观展者络绎不

绝，在琳琅满目的展厅选购心仪的各类茶叶

茶具。竹叶青、头条茶、蒙顶皇茶、青城茶叶、

米仓山等茶企的展位前人头攒动，充分展示

了茶叶的无穷魅力及大家对茶业经济恢复的

信心。

全球产业链“梗阻”
中国怎样擦亮

“世界工厂”招牌？
■ 中新社记者 赵晔娇 唐贵江 钟升

作为公认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全球产

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疫情冲击下，经济

全球化正面临产业链、供应链多点“梗阻”的

新考验。面对挑战，中国如何稳产固链，进一

步改善营商环境、擦亮“世界工厂”的金字招

牌，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的热点。

研判趋势 全球化不可逆
“未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还会继续往前

走，这不是少数国家、少数政客能够阻挡的。”

全国人大代表、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说。他

认为，各国有其比较优势，全球产业链分工是

市场化行为。“虽全球产业链重构、经济全球

化规则调整会影响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但

是经济全球化大格局、大趋势不会改变。”

全国人大代表、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洪杰表示，经济全球化已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产业分工模式，这是经济运

行效率最高的模式。“受成本、劳动力因素影

响，跨国公司既无动力搬迁回国，也无法搬迁

回国。”他认为，目前，产业链、供应链多点

“梗阻”现象主因系疫情导致多国经济停顿、

物流受阻。若想人为“阻断”产业链，只会带来

全球经济更大范围衰退，“没有一个国家会因

此得利”。

修炼内功 提升产业链价值
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中国“处变不惊”，官

方多次指出要“做好自己的事”。 港区全国

政协委员、金鹰控股主席、香港浙江省同乡会

联合会会长陈仲尼就此建议，中国必须充分

发挥和巩固自身优势，实行更大力度改革开

放，加快自身产业链升级以及优化全球产业

布局。“想防止产业链‘被脱钩’，就要进一步

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与地位。”

此方面，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城市苏州有

最新实践：当地日前举行产业链全球合作云

对接活动，与包括微软、阿迪达斯、罗氏诊断

等国际知名企业签约合作，总额近 4000 亿元

人民币，表现出疫情背景下国际产业合作“强

劲动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委常委、苏

州市委书记蓝绍敏表示，此举旨在谋求“以产

业链协同合作对冲全球产业变局的不确定

性”，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

加值的产业链。他还就修炼“内功”提出，应围

绕产业链做强产业链、布局创新链、配置资金

链、部署服务链、谋划替代链、拓展柔性链。

优化环境 培育发展沃土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

认为，面对疫情等多重风险，中国要以更大力

度改善营商环境，抓住“时间窗口”转型升

级。“具体来说，可以围绕投资环境、服务意

识、办事效率和企业获得感等，结合各自地缘

优势、创新优势、产业优势精准施策。”张天任

认为，在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过程中，要保持政

策稳定性，建立全面统一、公开透明、公平公

正的市场环境，“对市场所有主体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

就擦亮“世界工厂”招牌，全国人大代表、

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建议，应从国家、区域、

创新、产业等层面推进现代集群制造，如全国

视角下，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

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城市群为区域单位，明确

各地在制造业集群培育中的产业优势和定

位，推动形成布局合理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借“国际茶日”东风 2020首届成都购茶节隆重举办
中国藏茶轻奢品牌“头条茶”荣膺独家指定接待用茶

守住底线 稳中求进
———从全国两会看“六稳”“六保”如何发力


